
海南互联网发展这三年
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互联网正式进入海南，细数起来已有近21个年头。率先发展互联网的海南，诞生了全国闻名的天涯社区、凯

迪网络以及中国最早一批婚恋交友网站知己网等。更一度以“海南的网络”与“广东的报纸”“湖南的电视”并列全国三大区域性文化奇观。
2015年，省委、省政府将互联网产业列为全省12个重点产业的重中之重，出台《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互联网产业的若干意见》，采

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着眼于推动互联网产业“三年成形、五年成势”，到2020年实现千亿元产值规模。这标志着海南互联网产业正式吹响了
重新冲刺的号角，也预示着海南即将翻开“小省大网络”的新篇章。近三年来，全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可谓风生水起，互联网产业亮点频现。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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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实现营收
322亿元

总体上每年增长都高于25%

2012年
实现营收
137.2亿元

是2012年
的2.35倍

海南“互联网+”
相对发展速度超
GDP相对发展
速度2.4倍，全国
排名第三

今年前三季度营收300.8亿元
增加值 125.13亿元
同比增长24.7%
是12个重点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

在12个重点产业中发展最快

举办创新创业节开幕式并同步举办主题论坛，
以“智能物联 引领未来”为主题，组织召开面向全国
乃至全球的物联网行业峰会，邀请物联网行业领军
企业家、技术专家、创投界名人参加，对物联网发展
的现状及前景进行交流探讨。并以此为契机，进行
产业招商，推动“春光里物联网创新工场”落地海南。

拟邀请嘉宾：董 明 珠（格 力 电 器 董 事 长 兼
CEO）、李开复（创新工场创始人）、徐小平（真格基
金创始人）、王小川（搜狗创始人兼 CEO）、蔡文胜
（美图公司董事长）

邀请全国顶级投资机构、知名投资精英与创
业企业，通过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形式，探讨当
前天使投资面临的形势、机遇与风险，以及海南互
联网企业对接与获得天使投资的方法与路径，同
时让更多的天使投资人发现海南机会，挖掘出海
南具有价值的创业项目。

拟邀请嘉宾：俞敏洪（新东方董事长兼总
裁）、郑庆生（红杉资本合伙人）、杨华（艾瑞资本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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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邀请工信部领导、APEC经济
体中小企业管理部门（俄罗斯、新加坡、秘鲁、加拿大、韩
国、日本等）、专家、服务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中小
企业等，举办APEC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成立仪
式，同时以“创新引领、云上转型”为主题，探讨中小企业
向云上转型的机遇、挑战和路径，并进行产业招商。

拟邀请嘉宾：国家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中国互联网
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京东云总裁申元庆（原微软亚太
研发集团首席运营官）、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百度云事
业部总经理刘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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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为主题，组织“一带
一路”沿线10个左右国家代表团参加，邀请相关
国家驻华使节、科研院所、商协会、企业家、国际创
业团队等进行主题分享，围绕“一带一路”大背景
下“互联网+”产业融合与创新开展交流合作，并
进行产业招商。

拟邀请嘉宾：芬兰、匈牙利、立陶宛、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等国驻华使馆参赞，Peter Vesterbacka
（“愤怒的小鸟”创始人）

4（12月22日）

2017中国（海南）智慧城市创新大会

邀请部委相关领导、专家学者、知名示范城市和
园区及知名企业、企业家共同探讨新常态下如何建
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更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通
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城市资源的整合，促进城市管理
精准化、透明化和高效化，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实现现代化，同时进行产业招商。

拟邀请嘉宾：国家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国家
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亚太区域互联网创新创业高峰论坛

邀请美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
中国香港地区的互联网企业家、商会领袖，以及国内知名
的投资人、创业企业高层，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
亚太区域的互联网创新创业开展交流，结合互联网产业发
展和技术应用前沿领域，解读在新经济转型大趋势下互联
网创新创业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探讨海南乃至全国、全
世界创新创业发展新思路和新战略，同时进行产业招商。

拟邀请嘉宾：凯·凯利（Wired Magazine第一任主编）、
尼克·博斯特罗姆（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院长）、贾斯
汀·卡塞尔（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2017中国（海南）天使投资大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创新创业高峰论坛

APEC中小企业云+创新创业论坛暨
APEC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成立大会

开幕式暨中国物联网创新应用大会

■■■■■ ■■■■■ ■■■■■

国际视野更突出：
4大国际性活动 多国创客参会

与前两届相比，本届创新创业节国
际化发展视野更为突出，策划举办
APEC中小企业云+创新创业论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创业高峰论坛、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海缆通信论
坛、亚太区域互联网创新创业高峰论坛
等四大国际性活动。其中，APEC中小
企业云+创新创业论坛为联合中国互联
网协会共同举办，论坛上将成立APEC
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将邀请“一
带一路”沿线10个国家的创业团队参
加；“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海缆通信
论坛将探讨海南建设国际海底光缆、打
造国际化信息枢纽的发展路径；亚太区

域互联网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将探讨海南
乃至全国、全世界创新创业发展的新思
路和新战略。通过这四大活动，海南互
联网产业将“触角”伸向国际，增加国际

“曝光度”，总共邀请近20个国家顶级的
互联网业界技术领导者、公司创始人、投
资人、服务机构进行交流，吸引国际创
客、投资人了解关注海南互联网产业优
势的同时进行产业招商，届时将有系列
项目签约落地海南。

知名大咖更多：
李开复、董明珠、徐小平出席

伴随着“国字号”活动的增加，出席
本届创新创业节的知名大咖也随之增
加，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格力电器董
事长兼CEO董明珠、真格基金创始人徐
小平、搜狗创始人兼CEO王小川、美图

公司董事长蔡文胜等数十位业界知名人
士将悉数出席、撞击观点，为海南创客献
上一场又一场思想盛宴。

专业性更强：
智能物联，引领技术创新

本届创新创业节专业性更强，“智能
物联 引创海南”主题里的智能、物联、引
创等关键词，体现了海南互联网产业发
展思路从过去围绕商业模式创新，到现
在鼓励技术创新驱动的变化。与开幕式
同步举办的中国物联网创新应用大会，
围绕主题举办的2017中国（海南）智慧
城市创新大会、中国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海南高峰论坛等活动都强化了物联网、
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技术创新的引领作
用。其中，中国物联网创新应用大会是
与工信部合作举办，今年系首次举办，未

来筹划定期定址在海南举办，致力于打
造成为物联网界的“博鳌论坛”。

更接地气：
助力大学生创业者提升能力

本届创新创业节也更接地气，主要活
动之一“海南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论坛”
专门针对大学生创业群体，帮助大学生创
客和青年创客提升创业素质和综合能力，
另一活动“海南籍岛外创业精英峰会”邀
请海南籍创业成功的代表人物返琼分享，
通过感情纽带招商引智，吸引琼籍创业精
英回流，内化为海南强大的创业驱动力。

更注重资本对接：
拿出“真金白银”当“天使”

本届创新创业节延续了往届注重

实质性成果的风格，将继续搭台当“天
使”，更大力度拿出“真金白银”，举办
天使投资路演活动，对通过路演、落地
海南发展的优秀创业项目和创业团队
给予100万元天使投资。目前正面向
全国征集路演项目，计划选出 50-60
个创业项目进行集中路演，最终对获
得3/4以上评审委员通过的项目给予
投资。正处于初创期的创业项目，不
容错过。

三年来，海南“互联网+”创新创
业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坚持
把创业者作为服务对象的理念，让创
业者从活动中汲取养分促进创新创
业，并联合全省互联网产业园区、创
新创业基地等创业主体共同参会办
会，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形成较大的影
响力，成为海南互联网创客期待的年
度盛会。

按照“多规合一”要求和“产城融合”模式，集中
打造以海南生态软件园为核心的琼北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和以三亚创意产业园为核心的琼南创新创
意产业基地，在海口中心城区推动建设复兴城互联
网创新创业园、海南数据谷等创新创业基地，推动
建设了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海南数据谷、演
丰互联网产业小镇、沃克众创空间等新型创新创业
载体，形成了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基地、众创空间、
产业小镇等多维度的产业发展格局。全省落户了
微软、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华为、中兴等一批龙
头企业，培育了易建科技、天涯社区、酷秀集团等
一批本土互联网企业。

作为互联网产业的核心政
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
展互联网产业的若干意见》措施
含金量高、针对性强、落实到位，
有效推动产业发展。首开全国先
河实施的政府天使投资，采用“极
简”决策投资方式，创新通过项目
路演现场给予投资的方式，快速
解决25家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
受到广泛好评。在美安科技新
城、生态软件园落实极简审批，政
务环境得到众多点赞。

邀请马化腾、马云、雷
军、曹国伟等考察投资海
南，引进微软、腾讯、华为、
中兴等超过100家国内外
知名企业落户。举办“十大
领军企业、十大新锐企业、
十大风云人物”评选，整体
打造海南互联网品牌。培
育了易建科技、天涯社区、
酷秀集团等本土企业，其中
易建科技闯进全国互联网
百强，实现零的突破。

海口复兴城、海南数据谷两大
重点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吸引了
阿里创新中心、微软创新中心、车
库咖啡等知名孵化器以及近300
家创业团队入驻。各市县建设10
多家互联网众创空间。连续两年
举办“互联网+”创新创业节，举办
55项创新创业活动，上百家著名
企业、3万多人、50多家媒体参与，
一批优秀项目获得资本投资，激励
互联网创新创业出现井喷，近两年
新增注册企业2200家。

产业布局日臻完善
培育一批本土互联网企业

亮点
2

亮点
3

超100家国内外
知名企业落户

亮点
4

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发展氛围日益浓厚

亮点
5

扶持政策和创新措施
广受欢迎和好评

为贯彻落实国家“互联网+”和“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部署以及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决策要求，围绕
打造中国互联网产业示范区的目标，
在2015年、2016年连续成功举办两
届“互联网+”创新创业节的基础上，
2017年12月15日-12月29日，将迎
来由省工信厅、海口市政府、澄迈县政
府联合主办的2017年海南“互联网+”
创新创业节。

作为第三届创新创业节，本届活动
主题为“智能物联，引创海南”，开幕式将
于12月15日举行。多家“国字号”互联
网机构以及本地创新创业企业，将围绕
物联网、“一带一路”创新创业、智慧城
市、人工智能、大数据、APEC中小企业
发展等领域，开展包括高峰论坛、创新峰
会、创业路演、天使投资等多种形式在内
的14场主要活动和10场专题活动。

2017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
活动一览表

本版策划、撰文 邵良 程标 赵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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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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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题活动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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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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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开幕式暨中国物联网创新

应用大会

2017 全球互联网创新峰

会

“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

天使投资路演活动

2017 年中国游戏产业年

会

APEC中小企业云+创新创

业论坛暨 APEC 中小企业

信息化促进中心成立大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

创业高峰论坛

海南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

论坛

2017 中国（海南）智慧城

市创新大会

海南籍岛外创业精英峰会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海缆通信论坛

中国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海

南高峰论坛

亚太区域互联网创新创业

高峰论坛

2017 中国（海南）天使投

资大会

闭幕式暨海创精英狂欢夜

活动

“创业点亮青春 创新改变

世界”演丰互联网创新创

业活动

琼籍互联网人才全国招募

活动

2017海南“互联网+”新媒

体高峰论坛

2017 年海南首届人工智

能大会

车库咖啡互联网＋医疗行

业研讨会

2017 车库咖啡创业嘉年

华

2017海南“互联网+”教育

高峰论坛

2017年海南“互联网+”青

年创业梦想周暨希鸥会中

国创业者中心城市合伙人

峰会

离岸创新创业与投资发展

论坛

中国互联网社群经济大会

2017年会

举办时间

12月15日

12月16日

12月

17日-18日

12月19日

12月19日

12月20日

12月21日

12月22日

12月23日

12月26日

12月27日

12月28日

12月29日

12月29日

12月

13日-15日

2017 年 12 月

15日-2018年

6月30日

12月19日

12月20日

12月21日

12月22日

12月24日

12月

25日-29日

12月28日

12月31日

承办单位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

展中心、春光里产

业投资集团

思盼科技、海南蘑

菇头网络科技

海南数据谷、联合

资产、海控资本、海

南股权交易中心

生态软件园

中国互联网协会、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必 拓 盈 科 公 司

（BGlink Global）、生态

软件园

南海网、海南互联

网+众创中心

中国信息协会

南海网、海南互联

网+众创中心

华为公司

海南数据谷、科大

讯飞、沃嘉信息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

创业园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

创业园

复兴城互联网创新

创业园

演丰创新创业服务

中心

海南省互联网协会

天道创意集团

海南仝君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海口车库咖啡

海口车库咖啡

天道创意集团

海南壹联邦实业有

限公司 (海创公社

众创空间)

海南青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海南省科

协科技成果转移孵

化基地 、海口市新

华信息产业孵化园

陵水互联网创业园

活动地点

海口华彩华邑酒

店

海口鲁能希尔顿

酒店

海南数据谷

海口鲁能希尔顿

酒店

海口华彩华邑酒

店

海口华彩华邑酒

店

海南大学思源学

堂

海口丽思卡尔顿

酒店

海口丽思卡尔顿

酒店

海口华彩华邑酒

店

海口华彩华邑酒

店

复兴城互联网创

新创业园

复兴城互联网创

新创业园

复兴城互联网创

新创业园

演丰互联网小镇

复兴城互联网创

新创业园

海口华彩华邑酒

店

海南中改院国际

会议中心

复兴城互联网创

新创业园

复兴城互联网创

新创业园

海南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国

家大学科技园

海南大学

（12月28日） （12月29日）

1（12月15日） 2（12月19日） 3（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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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

清水湾阿罗哈酒店


